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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小學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知識庫的行動研究 

 
摘要 

 

本文旨在報告研究者試圖建置一個小學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做為教師學習數學教

學過程中理論與實務的橋的行動研究過程。 

研究者首先在網站中，建置了教育資訊、動態教學案例、交流園地、和搜尋引擎等

四個主要部份，同時為教育資訊和動態教學案例建置了相關學理的關鍵字詞做為搜尋之

用。 

研究發現，上述的架構建置完成之後，並無法引導教師進行學理與實務的連結，必

須研究者在交流園地中明確的架構一篇如何從學理討論教學案例的範例之後，學生教師

才能從學理的向度評論他所看到的教學案例。同時學生教師到學校進行教學觀摩，也能

從學理的向度評論老師的教學，也能把從教學案例中所看到的教學當做評論教學觀摩的

敘事。 

研究者反思整個行動研究的過程，察覺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的建置與研究，還有一

段很長的路要走。研究者應該也為教師們的討論內容建置關鍵字詞，建置更方便的搜尋

引擎，方便教師連結到整個知識庫，同時持續為網站建置更為豐富和多元的內容。研究

者應進入教學現場探究利用這個知識庫的教師的專業成長。研究者也願敦請有眾望的數

學教育專家號召有志一同的學者，共同建置完整的中小學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為教師

學習數學教學搭起理論與實務的橋，幫助教師專業成長。 
 

 

關鍵字：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理論與實務的橋，學習數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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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學者(Brown & Borko，1992;Cooney & Shealy，1994;Boufi，1994；Even，Tirosh 

& Markovits，1996；陳舜芬等人，民 85)的見解，教師專業教學知識的養成是一個緩慢

的過程，它除了職前的師資培育階段之外，在職期間仍應不斷的進修成長。 

教改會和一些數學教育學者(Skemp，1983;Cobb，Wood & Yackel，1990；Doyle & 

Ponder，1977； Wood，Cobb & Yackel，1991)認為學校和班級教室是教師學習的良好

場所，亦即學校是教師專業成長，乃至終身學習的良好場域。 

研究者(李源順，1999)曾以學校為基地，讓數學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討論自己的教學

問題的方式，探究此種方式為何能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研究發現參與教師已經從單一

教學取向開啟多元教學取向的新頁。但是研究者用來促進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的策略是討

論並解決自己切身的教學問題，討論小組沒有機會接受教育體制內的一些學習資源，做

為教師持續成長的動能。因此參與教師在第三年對多種教學取向的運用產生了一些不安

的狀態而轉趨保守使用多種教學策略。 

因此，要幫助職前或在職數學教師進行專業成長，除了以學校為基地之外，也要有

計劃的提供他們一些學習資源，就像我們會有計劃的提供良好的學習素材給學生實作，

幫助學生學習數學一樣。 

在 1999 年數學教師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Lin，1999)上，與會學者正好提出一些可

以讓在職或職前數學教師進行專業成長的學習資源。其中荷蘭的 MILE 計劃(Goffree & 

Oonk, 1999)已成功的將小學教學實務的敘事(teaching narration)錄影帶數位化，並

開始應用到荷蘭的師資培育。Cobb(1999)則引導一個超過 13 年的計劃中，利用有研究

基礎的系列教學活動做為教師學習的資源。Tirosh(1999)開辦一個有研究基礎的直觀法

則理論(Intuitive rule theory)研討會，研討會內容包括直觀法則介紹，直觀法則在

教育上的應用，以及個別的研究。林福來(1999)的研究計劃在未來的三年內將陸續舉辦

以數位化的教學敘事做為教師成長內涵的教師成長營，探究數學教師教學能力的發展。 

研究者發現，上述學者所說的學習資源都可以做為協助校內教師進一步成長的媒

介。但研究者有興趣的是開發一些數學教師的教學案例，然後將它數位化放在網路上，

做為以學校為基地的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資源，讓數學教師經由觀賞、討論、批判、反

思，進一步幫助教師專業成長。當然，所建立的數位化教學敘事，也可以做為學生教師

或其他在職教師的學習資源，豐富學生教師或在職教師的教學實務經驗，促使教師從實

務中學習理論，促使教師專業成長。 

研究者二年來致力於探究現有數學教育相關網站所呈現的學習數學教學資源，中、

小學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需求，並依據中、小學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需求建立數學教師

教育知識庫；並試圖利用已數位化的教學敘事做為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資源，了解教師

的專業成長。 

本文旨在探討現階段研究者所建構的網站(http://www.MTedu.tmtc.edu.tw)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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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研究者首先探討國內、外有關利用網路的數位學習做為教師學習資源的理論與相關

研究，做為本研究的理論與實務基礎。 

一、 數位學習的學習理論 

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全球各國積極推展網路數位學習(e-learning)的理念。依據 IDC

的預估(中央大學，2001)，全球數位線上學習的市場規模，在 2001 年有 63 億美元，到

2004 年將高達 230 億美元。同時，數位學習的理念將建構一個數位娛樂

(e-entertainment)，數位商業(e-commerce)，數位溝通(e-communication)，數位醫療

(e-medical-care)，數位文化(e-culture)的數位社會(e-society)。 

全球數位學習的費用逐年高增，必定有它的學理依據支持著人們在這方面的投資。

研究者文獻探討發現，情境學習理論與社會建構理論是數位學習的學習理論。情境學習

論者強調學習的發生往往有賴於學習者與情境的互動，以及學習社群新舊成員社會層面

的參與互動(Lave & Wenger, 1993；楊叔卿，1999)。而數位學習乃是在網路的學習情

境中安排大量的學習脈絡供學習者探索學習，所有知識來源則是來自於豐沛的網路資源

以及學習者的實際生活與知識的分享(張基成，1998)。 

知識建構理論則強調個體的學習是從自己既有的知識出發，經由個體與社會互動，

主動學習而獲得新的知識。當學習者在利用網路進行學習時，他需要主動建構自己的知

識，同時與他人互動分享，建立互為主體的群體性共識(陳炳男，2001)。因此數位學習

的理論也建基在建構理論(楊叔卿，1999；張基成，1998；陳炳男，2001)。 

二、 利用網路學習數學教學的理論 

研究者從文獻探討發現，以前的師資培育在理論和實務之間出現了隔閡，因此我們

想要利用網路數位學習幫助教師在豐富的情境中建構自己的知識，除了要在網站中建構

豐富的研究相關理論資料之外，還是建構豐富教學敘事的實務知識，然後把所有的資訊

編織成脈絡相連的知識庫，讓教師悠遊於脈絡相連的情境中建構自己學習數學教學的知

識。 

 

在最近幾年的研究當中，發現師資教育出現了理論和實務之間有隔閡的問題。一些

研究(林福來，1997；金鈴，1995；Dolk & Hertog，2001)發現，學生教師在學習數學

教學理論時，由於沒有教學的實務經驗，只以自己在學生時期的學習經驗為基礎來學習

教育理論，以致無法把教育理論知識轉移到課堂內教師經驗的情境。研究者的研究(李

源順，1999)也發現在職教師認為在師資培育機構所學的理論無法用到教學實務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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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從自己以前的學習經驗中，摸索如何教數學。所以長久以來，理論和實務在師資

教育中被認為是兩個分離的主題。 

某些師資培育者(林福來，1999；Korthagen & Kessels, 1999；Dolk，2001)試著

在學生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教育理論與實務之間搭起連結的橋。Korthagen & 

Kessels(1999)分析理論和實務之間的間隙之後，提出師資培育可以幫助連結理論與實

務的師資培育取向。Korthagen & Kessels(1999)回顧亞里斯多德(Aristotles)的

Episteme 和 Phronesis 概念的差異，並將之區分為學理理論(Theory) – epistemic 

knowledge，以及實務理論(theory) – phronesis。Episteme 幫助我們知道更一般的情

境。Phronesis 強調在特定情境的察覺，以及在察覺的基礎上找尋有幫助的行動方向。

這種在具體情境中的察覺可以幫助學生教師去發現可以使用的方法和策略。由於學習者

所發展的實務理論，通常是針對特定的情境，並且和他們所發展的脈絡相關聯。同時，

教師在課室中需要做許多的決策幫助學生建構數學知識，通常這些決策的特徵是缺少對

事件反思的時間(Eraut, 1995; Dolk, 1997)。因此，教師的實務理論是在情境中立即

決定的行為(Dolk, 1997)，它的形成是基於某些情境的一般化，是由許多的知覺然後概

念化。 

在文獻上所謂教育的理論是一種形式的知識(formal knowledge)，就是學理理論，

它建基在正式的研究，所以可以應用到更寬廣的情境。學理理論在傳統取向的師資培育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隨行為立即改變，不是立即被提取，不是例行、常規行為的結

果，它需要長久的建構。因此，學生教師在此通常只看到學理理論知識的巨大圖像。 

據此，學生教師在學習數學教學時，除了學理理論之外，還需要學習更多的實務經

驗、需要更多的實務理論幫助學生教師了解課室中發生了什麼事。Kessels & 

Korthagen(1996)則試圖提出師資培育的新方向。他們聚焦在教師知識建構的途徑，以

及教師知識和教師行為的關聯上，提出教師資培育構架的四個階段： 

 創造適合學習的經驗 

 鼓勵更進一步的覺察(awareness)的反思 

 從經驗的研究中提供理論的觀點 

 鼓勵學生教師使用多樣的教學行動 

在師資培育過程中，Dolk & Hertog(2001)認為教學敘事知識可以扮演學理理論與

實務理論連結的橋的重要角色。教學敘事可以告訴我們教師在課室中發生什麼事，因為

教師的故事包含了教育情境的詮釋，包含了教師和學童教與學的行動。他們在這些故事

中呈現他們的知識，它是一種知識敘事的方式(Gudmundsdottir, 1995)。學生教師可以

從這些教學敘事中與他們的學習經驗連結，並且幫助學生教師在這些經驗上反思。因

此，教學敘事允許學生教師建構自己的實務理論。在這個取向上，第一步是變成學生教

師的覺察，第二步可以讓學生教師反思、分析這些新情境的覺察，並且解決不平衡。之

後學習者引導朝向建構新的理論，並且改良理論成為信念。最後，學生教師可以在給與

的情境中基於他們新發展的理論建立新的理論，搭起學理理論與實務理論的橋。 

 

數位學習的理念正影響著全球人類的學習方式，當然也正改變著學校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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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利用網際網路快速傳播、可以結構化和易於搜尋的特性，建構一個內含研究理

論與數位化教學敘事的知識庫，讓學生教師或在職教師學習數學教學，促進自我的專業

成長。李源順和林福來(2000)的研究發現，有些在職教師沒有太多的機會接受進修教

育，所以他們有很多的實務理諭，卻無法和學理理論相連結合。李源順和林福來(1999)

的研究又指出學生教師雖然在師資培育機構學生了學理理論，但是因為它們沒有實務的

教學經驗，所以無法順利地將學理理論運用於教學實務之中。Dolk(2001)指出教學敘事

可以讓學生教師在學理理論(教育理論)與實務理論(實務知識)之間搭起連結的橋。隨著

科技的進展，現今的進修教育已不再侷限於到師資培育機構才能進行。在職教師可以利

用非同步遠距的方式持續的參加在職進修，促進自我的專業成長。研究者相信，對於有

許多實務理論的在職教師而言，他們利用網際網路觀賞教學敘事的情境學習之後，可以

反思教學時的即時決策是否恰當，可以將自己的實務理論與教學敘事中的知識相對比，

與教育研究的學理理論相對比，進而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識，促進專業成長。同時，學生

教師可以因為教學敘事的數位化而把實務搬進師資培育現場，而獲得一個豐富的學習環

境，並從這些經驗中與學理相連結，使學生教師比以往更能夠體會學理理論的內涵。 

因此，本研究的學理依據是，當我們在網路上佈置一個內含豐富研究理論與豐富教

學敘事的知識庫，同時容易互動的數位學習情境時，可以讓教師的實務理論與教育研究

的學理理論搭起做一座連結的橋，可以幫助教師在這個豐沛的情境中學習，可以和他人

互動進行社會建構的學習。 

三、 教師利用網路學習數學教學的需求 

為了建構豐富學學習情境同時符合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網站，研究者從各個層面探

究如何建構符合數學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需求(李源順，送審中)。研究者從建構網站專

家、師資培育研究中心、師資培育機構和中小學校所建構的網站探究數學教育專家所認

為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規範需求(ascribed need)(Monette，1977)；也問卷調查和訪談

中、小學數學教師了解他們學習數學教學的感覺需求(felt need) (Monette，1977)。 

在網站建構專家的規範需求方面，研究發現，專家建議應把所有網站內的資料建構

成蜘蛛網般，縱橫脈絡相連的知識庫。在資訊化的社會中，有些學者把資料、資訊、知

識和智慧區分得很清楚。所謂的資料(data)(引自計惠卿，2001)是一些初始未經過整理

的文字和數字。資訊(information)則是把資料做脈絡的處理。把資訊加上學習的認知、

技能與情意方面的經驗便形成所謂的知識(knowledge)。智慧(wisdom)則是一種直覺的

知識(intuitive knowledge)，它能有效率且有效果地把知識應用出來。計惠卿(2001)

從知識管理的觀點談教育資源網站的規劃，他認為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一個教育

主管機關所建構的網站應該師法知識管理的 12C 環節，使知識能自由流動，以提高成員

的學習能力。探究這 12Ｃ環節當中的 1C「明確目標」之意是所建構的網站有一明確的

目標，例如，專為國小學生學習所建構的網站，或者專為教師學習數學所建構的網站。

1C「人力」之意要找專人來管理網站，甚至找專人來管理各個分類，使網站內容隨時保

持最新資訊。7C「創新、確認、內容豐富、流通、了解、再創新和組織文化」在建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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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時應注重人員之間的溝通管道，使個體都能提供他的見解並和他人分享，促進彼此間

的了解，之後再將精華的內容收錄起來豐富網站內容。2C「分類、整合」則要將所要放

置的內容予以有系統的分類，並進行相關教材之間的連結，使網站內的資料脈絡相連成

知識庫，使成員能順利檢索相關資源，有利成員的學習，變成成員的智慧。1C「社群建

構」之意強調網站之間的連結，因為一個網站的建置不可能涵蓋所有層面，所以強化網

站連結，可以讓成員搜尋到本站所沒有的資訊。 

在數學教育專家的規範需求方面，研究者造訪九所師範學院、三所師範大學，國立

交通大學，陳創義老師，以及由教育部補助台師大與近百所中小學校所共同建置的「學

習加油站」(content.edu.tw)的數學教育相關網站，探究他們建置網站的取向。研究發

現這些網站所建構的內容大致可以區分為(李源順，送審中)：(1). 教育法令：它是眾

多法令當中和教師關係最為密切的法令。雖然這些法令和教師學習教學沒有直接的關

聯，但是當一位教師碰到教育法律上的相關問題時，沒有適當的管道讓他快速獲得法令

訊息，便可能會影響他的教學，可能會影響他學習如何教學。因此網站中需提供了師資

培育法令的資訊，方便教師查詢。(2). 教育活動：隨著社會的進步，行政院教育改革

審議委員會主張教育改革需要教師能要專業自主化，同時期望教師也能終身學習。教育

部呼應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主張，於民國 86 年明訂中、小學教師在 5 年內必需有 90 

個小時或一年 18 個小時的在職進修。因此網站建置最新的教育活動相關訊息，可以讓

教師隨時獲知可以學習教學的訊息，幫助教師參與合適的教育活動。(3). 動態教學：

可以做為教師學習教學理論與反思教學實務的動態教學敘述，是教師學習教學的重要媒

介。這個媒介在頻寬不太夠的過去與現在，在網路上傳遞會減低它的效果，但隨著科技

的進步，網際網路的頻寬將愈來愈大，它的重要性也將隨之增加。(4). 教材資源：這

個園地偏重提供教師可以直接應用在教學實作上的資源。它可以提供教師從具體實例上

的實作，學習如何教學，進行專業成長。這些教材資源對沒有教學經驗的教師，可以經

由教材的實作教學，提升自己的教學知能，進而反思這些教材的優缺點，創造更合適的

教材，因此對沒有教學經驗的教師學習如何教學有很大的幫助。這些教材資源對有經驗

的教師來說，教師可以直接對這些教材進行反思、批判，促使教師設計出更合適的教案，

進而提升教學知能。(5). 教學知識：這個園地偏重提供教師需要轉化才能成為教學實

作材料的相關資源。它包括特定的數學內容知識、學生的認知與迷思概念、教學法知識、

數學評量、數學史、益智遊戲和趣味數學等內容，需要教師經過反思、批判才能轉化為

可用的教材，可以提供教師提升對重要單元的教學更為精緻，因此也能幫助教師學習如

何教學，幫助教師專業成長。(6). 教學研究：這個園地偏重提供有學理依據以及有教

學實徵研究的學習教學資源。數學教師若能將他的教學實作經驗與學理結合，必定能進

一步提升他的教學知能，同時有實徵性的教學研究更能讓教師信服，認同這樣的教學對

學生學習的助益，因此教學研究是教師學習教學的重要需求，是網站中不可或缺的單

元。(7). 交流園地：利用網際網路做為教師學習教學的管道當中，最重要的一項功能

就是教師可以利用網際網路即時傳遞訊息的特性，讓教師把他的教學問題、教學心得、

個人見解等資訊，更快速的與其他教師、師資培育者、教育相關人員進行溝通，以解答

心中的疑惑、發表見解、觀察他人的見解等方式學習教學，進行專業成長。(8).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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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一個網站不可能羅列所有的學習資源，因此藉由網路環環相扣的特性，教師可以

經由此網站連結到其他的教學網站，搜尋與學習其他網站中所放置的教學資源。因此各

個網站都建置了網路上連結到其他相關網站的功能。 

在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感覺需求方面，研究者利用問卷調查和訪談探究教師的感覺

需求(李源順，送審中)。參與教師包括 20 位在職數學教師和職前數學教師，35 位某師

範學院數理教育學系四年級學生教師，以及 29 位正在某師範學院接受培訓的英語師資

班學生教師(教育部第三八一次部務會議專案報告指出他們以擔任五、六年級英語教學

為原則，但如學校需要，亦不得拒絕擔任其他科目之教學工作。此外，英語師資班學生

教師與一般學士後師資班的學、經歷都相同)。 

調查發現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需求如下：(1). 動態教學：教師建議教學網站應放

置平面書本沒有辦法呈現的資訊，例如用動畫解釋定理、公式或名詞等數學內容資訊，

以及教師教學的精彩動態教學資訊。(2). 教材資源：教師建議教學網站應放置講義內

容的數學內容資訊，有編序教學精神的學習軟體，教案及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軟體，題

庫，依難易度區分放置的題庫，以及活潑的教學活動教案。(3). 教學知識：教師建議

教學網站應放置一些不適宜卻又常犯的教學方式，數學遊戲，有關學科知識的數學內容

資訊，數學相關資訊，數學名詞的定義，趣味數學，有關數學評量的資訊，每一年級要

學那些單元的數學內容資訊，每一年級學生已經有那些先備知識的資訊，以及教學應注

意的事項。(4). 教學研究：在職教師建議教學網站應放置一些相關書籍和論文索引，

同樣內容但不同的教學方式資訊，如何有效的教學，新數學教學法，數學與兒童發展資

訊，各式教學法的比較，以及那一種教學法適合些單元的教學法資訊。(5) 交流園地：

在職教師建議教學網站應放置教師教學心得分享資訊討論，以及九年一貫以及教學心得

的討論版。 

四、 建構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知識庫 

從以上的文獻和相關網站探討，研究者相信我們想要建構一個內含豐富學習情境，

又可以讓學習者容易建構自己的數學知識的網站，就應建立一個數學教師知識庫。這個

知識庫除了建置一些教育理論與實務資料，分類成有用的資訊庫之外，還要建置有豐富

的數位化教學敘事，讓教師搭起學理理論與實務理論的橋，同時也要顧及數學教育專家

認為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需要，以及符合教師所認為感覺需求的網站。為了要能讓教師

在進入網站學習數學教學時，容易和學習情境互動，一定還要把整個網站整合為有用的

知識庫。也就是說，依據知識管理 12C 環節當中的「整合(Combination)」，要把已分類，

有豐富情境的相關資訊加以連結，使整個資訊庫當中的理論資訊與實務資訊很有效率的

連結在一起，變成四通八達的知識庫。 

在理論知識方面，研究者將儘可能地將現有的數學教育相關文獻，整理並分門別類

置於網站之中，方便教師查詢。 

在實務知識方面，研究者將拍攝一些教師的實地教學帶，然後數位化，並經分門別

類整理成一些教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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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關的研究 

本研究所要建立的數位化教學敘事方面，和本研究最為相關的研究計劃是荷蘭的

MILE 專案計劃(Goffree & Oonk, 1999)。MILE 計劃是將小學教學環境和師資培育現的

教學敘事數位化，做為學生教師將學理理論（教育理論）與實務理論（教學實務）連結

的橋。MILE 系統包含一個視訊資料庫、溝通的工具、搜尋引擎、剪貼簿以及給學習者的

刊物。這個視訊資料庫到 1999 年為止包含 25 個二年級的數學課程，５個五年級數學課

程，和５個六年級數學課程，共佔 42GB 的硬碟空間。MILE 把這個視訊資料庫分割成一

些教學片段，每一個教學片段有一個教學摘要述說教學片段的內容。到目前為止，MILE

已建置了 3500 個教學片段。教學片段的摘要實例如下： 
11 月 13 日，二年級 
Minke 老師講一個虛構的女孩 Nabila 的故事，她掉了錢包，裏面的一百元不見了。Nabila 到

警察局做完筆錄以後，班上同學被要求幫助她。一些小盒子傳到同學前面收錢。Minke 則忙著

把錢堆在一起。每一盒子裏面有一些 5 元銅板和 10 元，25 元紙鈔。Minke 輪流到小組內給與

暗示以及刺激討論。 
然後 Minke 利用 Nabila 去存錢的脈絡介紹存款單。她鼓勵學生建構加法。 
她利用具體操作(銅板和紙鈔)教導個別的課業和需要幫助的學童。 
 

至於 MILE 系統的搜尋引擎允許使用者在班級教學對話的全文中搜尋，允許使用者

搜尋教學段摘要中的內容，允許使用者搜尋基於教育學、心理學和學科心理學為基礎的

關鍵詞。相對於上述教學片段，可以被搜尋的關鍵詞如下： 
故事，金錢，紙鈔，問題，指導，聚在一起數，討論，說明，暗示，組織，脈絡，加法，幫

助，Fadoua，反思，材料，蛋紙盒 
 

在國內，與本研究稍有相關的網站有，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左太政教授已在數學科

行動教學資料庫的數學科示範影帶資料當中放置了一些數位化教學敘事。學習加油站當

中，竹興國小的「視訊教學」也試探性的放置了數位化的教學敘事。 

 

本研究所要建立的教學敘事與 MILE 計劃和相關網站有所區隔。研究者與荷蘭 MILE

計劃人員 Dolk & Hertog 交談得知，MILE 計劃的數位化教學敘事建置的時候受於網路頻

寬的限制無法在網路上傳輸清晰的影音，因此這個教學敘事資料庫雖然建置在電腦上，

但尚未把網路做為傳輸數位化教學敘事做為教師學習教的媒介。時至今日，研究者在前

二年的研究中發現，目前校園間頻寬已經可以傳輸需要 250K 的視訊，在家中只要利用

ADSL 和 Cable modem 也能順利傳輸 250K 的視訊。同時現今的影音壓縮技術 MPEG4 已能

有 效 地 將 影 音 壓 縮 ， 使 250K 的 頻 寬 能 清 晰 的 傳 輸 320 × 240 的 畫 面

(http://www.Mtedu.tmtc.edu.tw)。同時研究者也發現在同一學校內已能順利傳輸需

1500K 頻寬的清晰全畫面視訊。至於高雄師範大學與竹興國小所放置的數位化教學敘

學，由於利用較早期的壓縮技術錄製，所以訊視效果不是很好。因此，本研究想要利用

網路傳輸清晰的教學敘事技術已成熟，可以做為遠端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媒介。 

 

將教學敘事的具體實務脈絡與網際網路的快速傳播特性相結合，符合在職或學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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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學習教學的需求，同時也創造教師隨時獲得專業成長的契機。荷蘭的 MILE 計劃

(Goffree & Oonk, 1999)將小學教學實務的敘事錄影帶數位化，並開始應用到荷蘭的師

資培育。這個 MILE 的教學資源的特點是可以讓學生教師輕易取得實務敘事，做為學生

教師學習理論與反思教學實務，建構自己教學經驗的基礎。Goffree & Onnk(1999)的研

究發現 MILE 把教學實務數位化的意義包括，它提供一個讓學生教師容易取得實務知識

的豐富泉源，它讓學生教師容易從教學實務中進行理論反思，它創造一個讓學生在實務

中學習的環境以及學生精熟所需要的研究方法的環境，此外它還提供學生教師獲得教學

實務的表徵，提供學生教師建構實務知的基礎。MILE 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已使研究人

員開始思考運用 MILE 的敘學敘事於初任的師資培育者的培育上(Dolk & Hertog, 

2001)。有了 MILE 計劃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相信將具體實務的教學脈絡和網際網路互相

結合，必定能創造教師隨時學習數學教學，進而促進教師自我的專業發展。 
 

參、研究目的 

研究者從文獻探討和問卷調查、訪談教師了解教師利用網際網路學習數學教學的需

求，發現必需建置一個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知識庫。因此，研究者以行動研究法試圖建

置一個符合我國教師利用網際網路學習數學教學的知識庫，為教師學習數學教學搭起理

論與實務的橋。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簡單地定義，就是「想辦法解決實際工

作中所遭遇到問題的研究」(陳伯璋，1988；蔡清田，2000)。

當我們從事某項工作的過程中，多多少少會遭遇到一些問

題，此時工作者必須根據科學的方法，審慎而客觀地面對這

些問題，期使透過對問題的研究來發現原因，並引導、修正

他們行動。所以行動研究(Atweh, 2000)的過程中重視的是研

究者對問題計劃之後的行動和觀察，以及反思的螺旋循環過

程(如右圖，引自 Atweh, 2000)。研究者在計劃之後，透過行

動和觀察，察覺相關問題，然後反思研擬修改解決問題之計

劃，再經由行動和觀察，察覺是否解決問題，是否出現新的問題，是否需再反思研擬新

的解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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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行動研究過程 

本節旨在說明計劃的行動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問題，以及反思研擬解決計劃的螺旋循

環過程，進行建構一個符合教師利用網際網路學習數學教學的需求的教師學習數學知識

庫。 

研究者(李源順和林福來，1998，2000)為了促進數學教師的專業發展，計劃以學校

為基地，讓數學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討論自己的教學問題的方式，探究教師的專業成長。

在行動過程中，研究觀察到參與教師從單一教學取向，進而嘗試多種教學策略，使用多

種教學策略，但是討論小組沒有機會接受教育體制內的一些學習資源，做為教師持續成

長的動能。因此參與教師在第三年對多種教學取向的運用產生了一些不安的狀態而轉趨

保守使用多種教學策略。 

研究者反思察覺到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也需要輔以教育體制內的資源，

擴展教師的視野，使教師有機會體會各種教學策略的優缺點，進而在適當的教學過程中

達到多元優選的教學取向。研究者反思解決之道，察覺需要在教師的教學實務與教育理

論之間建構連結的橋。因此開始著手建構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知識庫的行動研究過程。 

一、知識庫的初步建置 – 計劃和行動 

研究者計劃建置一個在教師的教學實務與教育理論之間的橋，於是開始行動，探求

網站建構專家、師資培育研究中心、師資培育機構和中小學校所建構的網站所探究的教

師學習數學教學的規範需求，以及中、小學數學教師們學習數學教學的感覺需求，察覺

想要利用網際網路建構一個教師的實務與理論之間的橋，需要建置一個數學教師教育知

識庫(李源順，送審中)。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開始著手建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如

(一)、圖一)，這個知識庫主要包括動態教學案例、教育資訊、資訊搜尋、交流園地和

其它五大部份： 

(一)、動態教學案例 

目前已建置了 62 個教學案例(為了讓教師能夠清楚知道網站內容，研究者以教師可

以理解的名詞“教學案例”一詞代替“教學敘事”一詞，同時重新詮釋“教學案例為”

一段具有教學意義的段落，“教學敘事”則是教師在討論教學問題時能回憶起所觀看的

教學案例，做為討諭的一個敘事)，每個教學案例依據教師教學的主題配置了拍攝日期、

年級、單元名稱、教學內容、摘要、以及長度等資訊，如圖二所示。為了方便使用者搜

尋相關教學案例，各個教學案例都建置了關鍵話語、教學知識和情意等關鍵字。其中教

學內容旨在描述此一教學案例的主要數學教學內容；摘要則在描述此一教學案例的大致

教學流程；關鍵話語則以 Pirie & Kieren(Pirie & Kieren, 1989, 1991)界定三種老師

介入學生學習的方式(確認的介入，推前的介入，拉回的介入)，以及教師的問話是否有

意圖引出學生表達相關的數學概念(概念性問話)；教學知識則描述此一教學案例可能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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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數學教育理論、數學內容知識、學生的認知知識，以及相關的教學問題；情意的關

鍵字詞主要描述此一教落中相關的情意資訊，如圖三所示。 

當使用者用滑鼠按下教學案例中的摘要部份，便顯示關鍵字詞的畫面。當使用者用

滑鼠點選教學內容的圓圈鈕，選擇所要播放的頻寬(分成 56K – 適合使用 modem 的使用

者播放，100K-760K – 適合使用 ADSL、cable modem，以及直接連上 TANET 的使用者播

放，和 1500K – 適合在本校網路上的使用者播放)，之後再用滑鼠點選播放，便可以觀

賞到所選的動態教學案例。為了讓使用者能完全了解動態教學的內容，研究者特地為教

學案例加上字幕旁白。 

 
圖一  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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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動態教學案例的教學內容與摘要示例 

 
圖三 動態教學案例的關鍵字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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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資訊 

教育資訊主要包括教材資源、教學知識、教學研究、與名詞釋疑等四個主題。前三

個主題的分類是依據專家教師的規範需求探究結果而建置。教學資源主要放置教師可以

直接應用在教學實作上的資源；教學知識主要放置教師需要轉化才能成為教學實作材料

的相關資源；教學研究主要放置數學教育相關學理以及有教學實徵研究的學習教學資

源。名詞釋疑這一個主題主要是依據教師的感覺需求探究結果而建置，教師們希望能用

動畫解釋定理、公式或名詞等數學內容資訊。因此，研究者先將數學教育相關的名詞完

成，然後將聘請專人製作成動畫。教育資訊相關畫面，如圖四和圖五。 
 

 
圖四  教育資訊的主要分類之一 

 
圖五  教育資訊的主要分類之二 

 

當使用者移動滑鼠到主題的內容處並按下滑鼠時，便出現此一主題的單元名稱。部

份的單元名稱已建置了針對此一單元名稱做粗略描述的摘要內容。如圖六。當使用者移

動滑鼠到某一單元名稱的單元名稱處並按下滑鼠時，便會顯示研究者針對此一單元所建

置的內容，如圖七。當使用者移動滑鼠到單元的摘要處並按下滑鼠時，便會顯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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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一單元名稱所建置的關鍵字詞，如圖八。 

 
圖六  教育資訊的單元名稱示例 

 

 

Lee, Y.S. 1289



九十一年度師範院校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圖七  單元內容示例 
 

 
圖八  教育資訊單元名稱的摘要與關鍵字示例 

(三)、資訊搜尋 

為了將所建置的資訊連結成一個有用的知識庫，網站中也建置了搜尋的機制，方便

使用者針對動態教學案例和各個教育資訊內容的關鍵字詞或全文進行搜尋。其中關鍵字

指的是研究者為動態教學案例和教育資訊所建置的關鍵字詞。動態教學敘事的全文指的

是整個教學過程中老師和學生的話語，教育資訊全文指的是研究者所建置的內容全文。

使用者可以在畫面的左下方先選擇所要搜尋的方式(全文搜尋指兩者皆進行全文搜尋，

文全敘關指教育資訊利用全文搜尋但動態教學敘事則用關鍵字詞搜尋，關鍵字則指兩者

皆用關鍵字詞搜尋)，然後鍵入所要搜尋的文字，按下搜尋鍵即可搜尋到相關內容。如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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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利用搜尋機制搜尋內容示例 

(四)、交流園地 

交流園地主要做為教師學習數學教學心得的溝通園地。依研究者構想，可以分成數

學知識、學生認知、教學法、實習輔導、以及動態教學案例五個討論區，如圖十。其中

實習輔導是研究者輔導大學畢業或學士後師資班結業學生在實習期間的討論園地。教學

案例討論區則是研究者積極耕耘的園地，研究者希望在職教師或學生教師能積極在這個

園地中將所學的理論對照教學實務進行溝通討論，使理論與實務相連結，進而達成本網

站建置的目的 – 搭起理論與實務的橋，如圖十一。數學知識、學生認知和教學法的討

論區則是教師討論相關主題的園地。 
 

 
圖十  交流園地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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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動態教學案例討論區示例 

(五)、其它 

除了上述三個主要部份之外，研究者也建置了註冊登入、同學作業、教育法令、網

站連結、意見信箱、和上傳檔案等七個分類。註冊登入主要留下觀賞本站的使用者的基

本資料；目前並沒有做分級的限制，日後將視情況對登入的使用者做分級管制。同學作

業主要做為研究者的學生上傳與觀賞規定的作業之用。教育法令是因應專家教師的規範

需求而收集的教育法令相關資訊。教育活動日後將提供各機構所舉辦的教育相關研討會

等訊息供使用者查詢。網站連結則收集數學教育相關網站，提供使用者連結至其它網站

之用。意見信箱則是使用者提供本站意見之用。上傳檔案做為使用者將好的教育資訊上

傳，豐富本站內容，以及供其他使用者觀賞之用。 

二、知識庫的使用 – 觀察、反思、再計劃和行動 

知識庫初步建置完成後，研究者便徵求實習教師、學生教師與在職教師上網觀看網

站內容並在動態教學案例的討論區內進行溝通討論，可能的話也對他人的討論做一些回

應。此時研究者儘可能每天上網觀看教師的討論，若遇到有急迫性的問題，研究者將給

予立即的回應，其他的問題，研究者則儘可能的留給他人發表意見，或者研究者徵求被

拍教學案例的老師上網觀看他人的留言，並且儘可能的給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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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的討論需要引導 --觀察和反思 

在教師觀賞教學案例的討論過程中，研究者觀察發現，討論的品質不是很好，例如，

對於 2001/05/30 五下面積單元的「這是正方形或是菱形？」的討論，某位實習教師留

言： 
「錄影帶的內容我和幾位和我一起實習的其他老師觀看過了，觀看完之後，我們覺得很奇怪，

錄影帶是否只有短短的三十八秒而已，因為許多的教學細節我們都沒有看到，很難去評斷那位

老師的教學是否有不好的地方」(2001/11/01)。 

 

另一位在職教師留言： 
「看完錄影帶，也覺得沒看到前面細節，不好下評論…。」(2001/11/19) 

 

研究者反思察覺到光把教育資訊和動態教學案例的硬體連結好，並不能讓這個知識

庫立即變成教師理論與實務的橋，不能讓老師從中獲得智慧。因此，本人有必要為教師

做一些如何討論的引導。 

(二)、試圖引導從學理進行討論 – 再計劃和行動 

為了促使教師的討論能夠從理論的方向切入，研究者在動態教學案例的討論區中，

其後寫了一段引導試圖引導教師從 van Hiele 理論討論教學案例的留言： 
「依據 van Hiele 的幾何理論，孩子表現出來的是在視覺期的層次, 他們沒有表現出來的不是

在"分析期"或"非形式演繹期"。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猜測這是一, 二年的小朋友?其實他們是

五年級的小朋友。理論上五年級的小朋友不應只在視覺期.怎麼辦? 請大家討論 

ps.  

荷蘭數學教育家 van Hiele(1958)夫婦將一個人的幾何思考模式分成五個發展層次： 

第０層次 – 視覺期(Visualization)：在這個階段的學童可以分辨、稱呼、比較及操弄幾何

圖形。例如，在這個階段的學童知道物件「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物件的形狀，但

他們不能了解物件的真正定義。 

第一層次 – 分析期(Analysis)：在這個階段的學童可以從圖形的構成要素以及構成要素間的

關係分析圖形，並且可以利用實際操作(例如摺疊、用尺量、用縱橫格子或特別設計的圖樣)

的方式發現圖形間的共同性質。例如，在這個階段的學童可以察覺到長方形有四個邊，四個角，

而且四個角都是直角，兩雙對邊等長，但鄰邊不一樣長。 

第二層次 – 非形式演繹期(Informal Deduction)：在這個階段的兒童可以透過非正式的論證

把先前發現的性質作邏輯的聯結。例如，在這個階段的學童可以認知長方形是平行四邊形的一

種。 

第三層次 -- 形式演繹期(Formal Deduction)：在這個階段的學童能利用演繹邏輯證明定理，

並且建立相關定理間的網路結構。此時，學童可以在一個公設系統中建立幾何理論。 

第四層次 – 嚴密性(Rigor)或公理性(Axiomatic)：在這個階段的人可以在不同公理系統中建

立定理，並且分析比較這些系統的特性。例如，在這階的人可以區分歐幾里德和非歐幾何的差

異。」 

(三)、教師的討論需要明確的範例 --再觀察和反思 

九十學年度下學期，研究者剛好教授國小數學科教材教法，研究者便要求學生教師

上網觀賞教學案例，並做相關的討論和回應。研究者觀察學生教師的討論，發現學生教

師在不經意的情形下，差點做了人身攻擊。例如，對於 2001/05/30 五下分數單元的「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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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買了好幾個披薩，英任吃了四分之三個，可能怎麼分的？」教師的留言豐富而又多方

面： 
「對於這個問題，基本上,有點不可思議。因為無論怎樣的分法，英任吃得都最多。如果按照

市面上的"大"Pizza 一般性切法，一個 Pizza 會被切成八等份(因為無論你外帶還是內用,它還是

會切成這個樣子)。這樣的話,英任吃到的可能是這八片裡的六片。如果按這個邏輯，且媽媽不

只買了一個，那麼,英任吃掉的一定超過一般大小的 6 片。這實在粉恐怖。所以在此,我較為認

同"周蒼琳"同學提到的<平分>在數學上有無限多解」(2002/03/18)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跟別人分，他吃到四分之三個就吃不下了。他也可以跟別人分，但他多

分一點，弟弟少分一點。」(2002/03/18) 

「其實英任沒有弟弟只有妹妹，因為我就是英任的妹妹---英癡。我可以證明我哥哥是個大胃

王，很會吃」(2002/03/18) 

「我也可以作證，英任真的吃了四分之三。因為披薩是我買的，我就是英任與英癡的媽」

(2002/03/19) 

 

此時，被拍攝的老師站出來為他班上的同學抱不平，她回話如下： 
「同學們：XX 是我們班上頗紳士的男孩，布題的問題在老師，您們如此談論，無論英任、英

癡、英媽……，讓我覺得對不起孩子！如果您是英任，感覺如何？」(2002/03/27) 

 

被拍攝的老師的回話讓研究者反思察覺問題的嚴重性，研究者除了立即在討論區為

雙方說話，做一些必要的回應之外，也開始反思如何引導大家進行學理與實務的連結，

以免在不經意的情形下進行人身攻擊。研究者反思察覺，只引導大家如何討論的回應似

乎不夠，研究者似乎應該給大家一個如何進行討論的範例，同時從理論的角度來評論教

學案例才可以避開人身攻擊。 

(四)、建置討論範例 --再計劃和行動 

研究者除了立即對學生教師所引發的事件進行回應之外(有興趣的同好，請上網觀

看)，一方面也請學生教師再次說明自己的本意。學生教師回應部份內容，如下： 
「已經快要二十個時小時了，我的心像橡皮筋，被拉到極限，無法動彈，也無法和別人訴說，

忽然重打一棒，腦海裡昏天暗地的情況。 

其實我滿欣賞趙老師的敬業精神，所以對於趙老師的責難，我真的誠心悔改。 

只是我還是想說明我為何如此做的原因，因為一開始有人不相信英任吃四分之三個披薩，因此

我想在站此題目的立場，支持英任真的吃了四分之三個披薩，我想最有利的支持就是家人，所

以我才用妹妹與媽媽的立場 po。 

我最不應該用英癡這個名字了，當時只是覺得我要冒充英任的妹妹，該用什麼名字呢？就用英

癡好了。因為從至小到大我的綽號叫音癡。和英任的英有微妙的同音關係，所以我就裝可愛，

冒充英任的妹妹。」(2002/03/30) 

 

被拍攝的老師回應部份內容，如下： 
「看了您的說明，我也覺得難過，因為是我 讓您難過！雖然好忙，但怕您仍在不好的情緒中，

那是可怕的，讓人無法思考、無法…….還是要趕快告訴您： 

我想是您的運氣不太好，碰到我太古板、太傳統，過去就算了，真的！但以後仍要留意，教師

圈中至少有 1/3 像我這樣的老太婆---開不起玩笑，別無意中惹惱了這些人，得不償失！」

(2002/03/30) 

 

另一方面，研究者開始計劃著手撰寫「討論示例 – 希望有個優質的討論」，如圖

十二。研究者希望大家從學理的角度討論問題，把焦點聚在實務與理論的連結，這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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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以避開不經意的人身批判。 
 

 
圖十二  討論示例畫面 

(五)、已具初步成果 --再觀察  

自從研究者建置了討論示例之後，研究者的觀察發現，學生教師在討論教學案例

時，已經可以從理論的向度去討論教學問題，例如，學生教師在觀看 2001/11/22 與

2001/12/13 的教學案例之後，能利用本身所學的理論向度討論教學案例，討論示例如下： 
「個人覺得在 01.那一條手帕比較大：直接比較 –引入面積的方法是蠻不錯的，比利用詢問面

在哪裡還要直接與具體。拿的兩條手帕應該是經過考慮的，綠色手帕的長與寬都比紅色手帕

大。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當學生問到雖然長比較大，但是寬比較小的問題時，就難以解釋了。

我想這是可以在此學到的。 

雖然皮亞傑的階段發展理論中，小二的學生還無法注意到兩個向度，不過我們卻看到有一些學

生注意到的。」(2002/04/08) 

 

「有關楊老師的教學 我有以下幾點想法： 

1.能與孩子的生活經驗連結 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 

2.製造認知衝突 並運用同儕合作學習的方法 讓孩子主動去解決問題」(2002/04/14) 

 

學生教師到他校進行教學觀摩之後，也能運用自己所學的理論來評論被觀摩的教師

的教學，也能聚焦在研究者意圖要教師聚焦的教師與學生對話內容之上。學生教師討論

的部份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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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師設計了認知失衡之學習情境 

因為之前學生是先有整除之學習經驗，當學生發現題目是無法整除時，認知基模會引起失衡，

就像 Piaget 所強調的，學生會調適既有的認知基模，其學習心理歷程是失衡　調適　平衡。亦

即學生會統整過去的學習經驗（如下舉例），然後達到平衡。」(2002/04/17) 

 

「貳、師生問答 

一、課堂問答 

老師：只講一次，要注意聽喔！ 

 

學生：答案是… 
老師：不要告訴我答案！告訴我你用什麼方法？ 

 

學生：好像長方形比較大。 

老師：用猜的沒有說服力。 

…」(2002/04/16) 

 

甚至學生教師到他校進行教學觀摩之後，也能回憶起他所看到的教學案例，做為討

論教學觀摩中相關教學問題的一個敘事。很顯然的，研究者所建置的動態教學案例，已

成為他討論教學問題的敘事了。學生教師討論的部份示例如下： 
「在剛開始觀賞影片時，自己會不自覺的認為：哇！怎麼教小學生一個面的概念要花這麼長的

時間啊？為什麼面積的定義都還沒有講到呢？後來，經過自己思考的結果，以及去國語實小看

三年級上面積時，我這才有了新的體會。面積很好教，但是，在不同的年級，學習目標、內容

當然有所不同，因此，如果沒有深刻體認學習者的感受，縱使你講面積的定義，那也是不切實

際。像影片中，記得有一為小二學生回答，「面積就是一格一格的……」。這在我們聽起來，希

望會告訴他面積的定義是＊※○◎□，但是，我們看到，為什麼楊校長花了許多時間在教面的

概念呢？」(2002/04/10) 

 

「二、小小的建議 

關於面積單元的教具部分，除了具體的色板、平方公分板、方瓦之外，是不是也能結合一些生

活化的物品，例如：窗戶、黑板、課本、書桌、手帕……(這些物品都是 2001/11/22 和 2001/12/13

的教學內容所提及的生活物品)，讓學生的面積概念能延伸到生活上，與生活結合。」(2002/04/16) 

 

陸、結論與後續的工作和研究 

本節旨在從行動研究過程中，總結研究成果，並反思後續所應進行的研究。 

一、結論 

研究者建置網站的過程是一個行動研究。研究者從教師利用網際網路學習數學教學

的規範需求和感覺需求結果分析出發，開始計劃並著手建置(行動)“數學教師教育知識

庫”。當知識庫初步建置完成之後，研究者開始徵求教師進入網站觀賞內容，並進行討

論。研究者對網站討論內容的觀察發現一小段教學敘事無法讓實習教師評論教學的好

壞。研究者反思實習教師為何無法進行討論，發現光把教育資訊與動態教學案例建置完

成，把搜尋機制架構好，仍然無法讓教師進行學理與實務的連結因此，研究者在其後留

言(計劃與行動)試圖引導討論教師從學理的方向討論教學案例。此後研究者再觀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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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討論情形，發現在學生教師在討論教學案例時，還是集中在教學情境的討論，集

中在問題的合理性，以致在不經意的情形下做了人身攻擊。研究者反思此一問題的嚴重

性，研擬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察覺除了讓在職教師和學生教師再進行溝通，釐清彼此的

想法之外，似乎應該更明確的給與一個討論的範例，希望這個範例能讓教師從學理的角

度看教學問題，這樣子聚焦在學理與實務的連結上，或許可以避開人身攻擊。因此，再

度著手(計劃和行動)撰寫討論示例。 

從行動研究結果，研究者發現所建置的網站已經可以成為學生教師學習數學教學搭

起理論與實務的橋。研究者撰寫討論示例之後，觀察發現在職教師能從所學的理論出發

評論網站上的教學案例。同時，學生教師在進行教學觀摩時也能聚焦在本研究意圖教師

關注的關鍵話語上面。 

從行動研究結果，研究者發現所建置的網站已經可以成為學生教師學習數學教學時

討論教學問題的教學敘事(teaching narration)。例如，學生教師原來對教學案例中，

楊老師教授國小二年級面積單元的方式存疑，但是到了國小實地進行國小三年級的面積

單元的教學之後，才體會楊老師為何如此教的理由。同時，學生教師建議被教學觀摩的

教師可以考慮和生活連結的一些實例，全部都舉他在教學案例中所觀看到的例子。 

二、後續的工作與研究 

在研究的進行過程中，研究者仍不時的反思如何使所建置的網站更符合一個知識庫

的內涵，使教師在進行討論時，更能連結到理論與實務，使教師利用本網站增進他的智

慧。研究者發現下列問題是後續所要進行的工作與研究： 

(一)、了解更簡易、全面性的搜尋機制對教師學習數學教學的助益 

目前研究者所建構的網站已經把教學案例與教育資訊做了連結，但是研究者反思這

樣似乎還少了一點，那就是兩者尚未與交流園地中教師們所討論的資料完全的整合在一

起。因此研究究者將試圖對教師們討論的資料建置關鍵字，然後當使用者入關鍵字詞進

行搜尋時，能全面性的搜尋得到教學案例、教育資源、以及教師們的討論，使教師有更

為豐富的教學情境可以學習，使教師能更順利的建構自己的智慧。當然網站中最好是所

有的關鍵字都能變成搜尋的機制。當使用者觀看某一類資訊時，他察覺有需要更進一步

搜尋資訊而按下某一關鍵字詞時，就能那上連結、搜尋到所有相關資訊，例如，使用者

在觀看教學案例後，想要搜尋“診斷教學”的相關資訊，他只要在關鍵字詞當中，移動

滑鼠到“診斷教學”的字面上，然後按下按鈕，網站便會將教育資訊和交流園地當中所

有關於“診斷教學”的相關資訊全部羅列出來，供使用者閱讀。 

研究者相信，當這樣的搜尋機制建置好了之後，對教師學習數學教學將能提供最佳

的學習環境，本網站也更符合知識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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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入更豐富且多元的動態教學案例與教育資訊充實網站內容 

很顯然的，研究者目前只建置了 62 個教學案例還不夠，尤其是教師的感覺需求當

中，希望能看到相同單元不同的教學方式，一些不適宜卻又常犯的教學方式，數學遊戲…

等等。因此，研究者將儘可能拍攝更豐富且多元(相同單元不同教法)的教學案例，建置

更豐富的教育資訊(甚至以動畫呈現)供使用者觀看與對比，然後評論其中的優缺點，使

他們有更多元的討論空間，使他們對數學教學更有感覺。 

(三)、了解觀看網站內容的教師的專業成長 

雖然初步的研究成果發現，學生教師已經能運用所學的教育理論來評論教學，當他

對其他教師進行教學觀摩時也能利用網站中的教學案例當做他的教學敘事來評論教

學。但這樣只是認知上的成長而已。研究者有必要進一步進入教學現場，了解觀看網站

內容的教師的教學實作表現，進而了解他的專業成長情形。 

(四)、中小學數學教師教育知識庫的建置 

研究者目前集中精力所建置的知識僅侷限在小學數學教師教育部份。研究者相信這

樣的知識庫一定是所有教師在學習數學教學時所樂意見到的知識庫，同時，研究者感受

自己力薄，對於網站是否有成效最為關鍵的關鍵字詞的鍵置，恐無法獨立完成。因此，

研究者將敦請有學望的專家號召所有有志一同的數學教育專家共同為建構中小學數學

教師教育知識庫而努力。 

 

誌謝：本文是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編號：NSC 89-2511-S-133-011-，以及 NSC 

90-2521-S-133-001-的部份結果。感謝在本研究中所提及的所有參與(職前、實習、在

職)教師們分享他們的觀點，有了他們的參與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也希望本研究所

建構的網站能幫助他們進行專業成長。文中論點為作者所有，不代表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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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f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teachers 
learn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knowledge web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 the process of action research of construction primary 

teachers learn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knowledge web, that is the bridges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when teachers’ learn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First, Researcher has constructed four main topic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dynamic teaching cases, discussing area, and search engine. Then 

researcher has constructed keyword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dynamic 

teaching cases for search data of web.  

We finds that the frameworks of knowledge web that researcher had constructed 

can’t used by teachers to link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When researcher 

has constructed an example that how to discuss Teaching Practice from the views 

of Theory, Student teachers can comment teaching cases and teaching tour from 

views of Theory that they had learned, and can use teaching cases as teaching 

narration to comment teaching tour.  

Researcher reflected the process of action research, had awareness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study will continuous about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knowledge web. We will construct keyword for text of discussing area, and 

friendly search engine for teacher links to whole web. We will construct many 

teaching cases and multiple texts. We will go to school to stud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Finally, researcher will collect many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perts to construct primary and second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knowledge web, make the bridge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or our 

mathematics teacher.  

 

 

keyword：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knowledge web, bridg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learn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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